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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注重安全性

社交工程介紹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攻擊步驟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防護

了解資訊安全概念—學習保護自己
附件A--網路及病毒相關名詞解釋

附件B—校內Web Mail相關設定
關閉自動預覽

封鎖外部圖檔

強制純文字轉換



為什麼要注重安全性

電腦安全性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人們在問題
發生前都不相信問題真的可能發生。
事實是問題的確存在，發生的次數更超出我們
想像之外。
據美國 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 及聯
邦調查局 (FBI) 的調查估計，2002 年有九成
的企業及政府機關偵測到電腦安全性方面的問
題。這些企業和機關當中，有八成承認
蒙受財務損失及工作受到影響。



資訊網路安全風險日漸升高

變化迅速的安全環境

散播緩慢 散播快速

惡作劇 有金錢目的

簡單 有智慧

無特定對象 有明確目標

從前 現在

網路邊界正在瓦解

終端電腦是安全防護最脆弱的一環



現有網路及系統可能面臨的資訊安全問題-1

‧病毒防護：電腦沒有病毒防護，電腦沒有最新的更新。一般而言，大部
分的使用者已瞭解病毒的存在，但不太確定要怎麼預防。

‧垃圾郵件篩選： 許多使用者總是抱怨垃圾郵件問題，但卻還沒有任何防

護措施可以有效阻絕垃圾郵件。

‧更新： 所有的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或Vista系統都有最新的更新，

因為系統會自動檢查並下載更新。 然而，因有些作業系非合法正

版,所以未必有更新,包含 MicrosoftOffice 也是需要更新的，但

有些電腦從未更新過。



現有網路及系統可能面臨的資訊安全問題-
2

‧密碼：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人根本沒用密碼，或是隨便記在電腦附近的便

條紙上。 特別要注意的是，有設密碼卻太過簡單，容易被破解。

‧網頁瀏覽： 大家都認為有快速的網際網路連線是個很好的福利，但大家

整天使用它卻沒有仔細想過其風險。 經由內容篩選稽核，可

以發現很多單位使用的網頁瀏覽大多都和公事無關。 並未針

對可接受的使用方式設定原則或透過閘道過濾，甚而沒有採

取任何資訊安全措施，於網頁上熱門的facebook執行小遊戲,

易導致安全風險。



網路連線引發的安全課題

遭受攻擊：外部駭客入侵及病毒散播

病毒/後門程式⋯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垃圾及惡意郵件攻擊)

防護措施：工具或網路技術建立安全通道

工具：防火牆/資安防護⋯

網路技術：電子簽章、識別協定



社交工程介紹

利用人性弱點或利用人際之信任關係來進行詐騙，是一種非“全
面”技術性的資訊安全攻擊方式，藉由人際關係的互動進行犯罪
行為。

所謂社交工程，全都是由人性方面為出發點，也就是利用所謂
的”信任”來進行。

以人為本、騙術為主,目的為取得重要個資。

技術及成本門檻低。

利用人性貪婪、好奇及貪小便宜的心理。



社交工程攻擊的定義

利用人性弱點、人際交往或互動特性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攻擊方
法。

早期社交工程是藉由電話或假扮身份問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等

各種方法來獲取所需資訊。

透過電子郵件進行攻擊或網頁暗藏木馬/rootkit等為常見之手法

1.使用與業務相關或令人感興趣的郵件內容

2.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或連結

3.假冒寄件者

4.利用應用程式之弱點(包括零時差攻擊*)

*針對軟體弱點未修補前，出現針對弱點的攻擊行為，即稱為「零時差攻擊」。



目前郵件威脅種類目前郵件威脅種類

垃圾郵件 (Spam) 
病毒郵件 (Virus) 
間諜程式 (Spyware) 
釣魚郵件 (Phishing) 
轉嫁郵件 (pharming)
中繼跳板 (Relay) 
DoS攻擊 (DoS)
郵件炸單 (Mail Bombing)
駭客入侵 (Hacking) 
造假攻擊 (Faking Attacking)

MailMail--in in 郵件威脅種類郵件威脅種類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攻擊步驟

　有心人設計陷阱或後門程式(木馬)

在電子郵件內放置有害程式或連結

將信件寄給特定或不特定對象

使用者(收信後)開啟信件

啟動連結惡意網頁或下載有害程式

要求輸出使用者資料（轉眼資料外洩變成受害者）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手法　

網路釣魚(Phishing)
1.常見的社交工程，特別是利用email來欺騙，Phishing並不是一個

新的攻擊手法，然而發生的頻率卻在過去幾年中逐漸增加。

2.偽造網址：http://www.yahoo.comhttp://www.yah00.com

3.偽造網頁：製作與原來完全一樣的頁面，以騙取重要的相關資訊。

利用郵件夾帶惡意程式或惡意連結進行攻擊。

運用各種人性弱點吸引使用者開啟有問題信件
興趣、貪心、關心的時事、免費的禮物⋯



網路拍賣實際案例



網路拍賣實際案例(續)
上網搜尋,發現真相



網路拍賣實際案例(續)
上網搜尋,發現真相(偽裝yahoo登入網站,竊取帳密)



網路拍賣實際案例(續)
上網搜尋,發現真相(請仔細確認網址)



可疑電子郵件之特徵

陌生人或極少往來對象的來信

大量發送之擾人垃圾信

非正常的發信方式

非正常的發信時間

過於聳動的主旨

主旨不明或不符合發信者習慣

要求輸入敏感資料之郵件

內含不明檔案或鏈結之信件

假冒發佈訊息的信件

偽冒自己為寄件者的信件



大量發送之擾人垃圾信



陌生人或極少往來對象的來信



主旨不明或不符合發信者習慣



過於聳動的主旨



假冒發佈訊息的信件



內含不明檔案或鏈結之信件



偽冒自己為寄件者的信件



教育部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之信件主旨

新流感H1N1 大流行期間，個人保健注意事項

自行車旅遊私房路線

瑤瑤和舒舒，你喜歡誰

景氣復甦了嗎？

洋基球團虧待王建民

聯合報邀請您賞桐花

軍方賣官內幕

蛀牙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

蔡依林愛無赦+練舞功超神奇混音版

USB成病毒溫床！台灣電腦今年Q1中毒率列入全球第四大

* 以上主旨的共同特色皆為聳動之新聞事件或引人好奇之話題



測試定義

信件開啟：

受測人員開啟測試信件並且完成圖片下載之動作

，因而被記錄者。
圖片下載

連結點選：

受測人員點選測試信件中之連結網址，因而被記

錄者。
本文連結

附件連結

*透過社交工程之測試演練,強化教育單位之網路資安防護能力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防護



使用者注意事項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型攻擊的目的在於誘騙收信者提供個人資料(如：帳號、
密碼)，或引誘收信者透過下載方式來執行以圖片、連結、夾檔所偽裝的惡
意軟體(malware)，讓電腦中毒成為入侵者所控制的殭屍網路電腦
(botnet)。

由於這類的攻擊，如：下載圖片、點選連結，實際惡意軟體的資料是由使用
者電腦直接向提供者下載取得，並不會經過郵件伺服器的防毒機制，即使過
濾夾檔也有零日病毒(zero-day virus)的問題，在郵件伺服器端僅能過濾已
知的病毒，因此，最佳防範這類社交工程型態攻擊的方法，就是使用者要有
資安警覺，收到電子郵件時，注意下列幾件事：

不要開啟不明信件：開啟信件前，務必先檢視寄件者資料，如有疑問，千萬
不要開啟。最好設定郵件軟體安全性為「不要自動下載圖片」，以免不小心
按到開啟信件時，會自動下載到有問題的檔案，而讓電腦產生安全漏洞。

不點擊不明信件內的連結。

不開啟不明信件的夾檔。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防護措施

作業系統/應用軟體更新

防毒軟體更新、個人防火牆、端點安全 控制(USB/網路
存取/應用程式控制)

調整收信軟體的部分設定（outlook 2007、outlook 
express、live mail）

熟悉所使用軟體基本設定及改善使用習慣

加強單位DLP(資料遺失保護/硬碟加密)等功能

增強閘道網頁安全(Web Security)過濾防護機制

採取行為模式分析之垃圾郵件稽核系統,降低收取垃圾郵

件所造成之風險



調整收信軟體的設定，提高安全性

　不自動下載圖檔（強烈建議）

–outlook2007

–outlook express

–live mail

關閉信件預覽功能（建議）

–outlook2007

–outlook express

–live mail

以純文字開啟信件（建議）

–outlook2007

–outlook express

–live mail

　Web mail及Mail 2000之郵件設定注意事項



不自動下載圖檔
Outlook 2007

　開啟outlook 2007

選取【工具】

選取【信任中心】

選擇【自動下載】

將【不自動下載HTML
電子郵件訊息或RSS項
目中的圖片】打勾



不自動下載圖檔
Outlook 
express

　開啟outlook express

選取【工具】

選取【選項】

選取【安全性】

將【阻擋HTML電子郵件
中的圖片和其他外部內
容】打勾



不自動下載圖檔
live mail

　開啟live mail

選取【工具】

選取【安全性選項】

選取【安全性】

將【阻擋HTML電子郵
件中的圖片和其他外
部內容】打勾



關閉信件預覽outlook 2007

開啟outlook 2007

選取【檢視】

選取【讀取窗格】



關閉信件預覽
Outlook 
express

　開啟outlook express

選取【檢視】

選取【版面配置】

【顯示預覽窗格】不打勾



關閉信件預覽
live mail

　開啟live mail

選取【檢視】

選取【版面配置】

【顯示預覽窗格】不打勾



以純文字開啟信件
Outlook 2007

　開啟outlook 2007

選取【工具】

選取【信任中心】

選擇【電子郵件安全性】

將【以純文字讀取所有標準
郵件】打勾



以純文字開啟信件
Outlook express

　開啟outlook express

選取【工具】

選取【選項】

選取【讀取】

將【在純文字中讀取所有郵
件】打勾



以純文字開啟信件
live mail

　開啟live mail

選取【工具】

選取【選項】

選取【讀取】

將【在純文字中讀取所有
郵件】打勾



Web mail及Mail 2000
之郵件設定注意事項



Yahoo mail



Google mail-1



Google mail-2



OPEN Webmail-1



OPEN Webmail-2



如何預防垃圾郵件的打擾呢？

1. 自訂過濾規則：例如 Mail2000 可以讓使用者可以針對特定
的信件欄位，像寄件人、標題、信件大小等等，再選擇符合條件
郵件的處理方式。例如：如果「標題」「包含」「廣告」，則將
此信件「刪除」如果「寄件人」「包含」
「@openfind.com.tw」，則將此信件「放入收信匣」 Outlook 
或 Outlook Express 也提供使用者類似的過濾功能。

2. 自訂黑、白名單：與之前提到ISP訂定的黑、白名單方法類
似，讓使用者自行決定信件來源是否為垃圾郵件。例如
Mail2000 提供使用者自行建立「合法收、寄件人」以及排外名
單的功能，再配合廣告信件匣搭配使用，就可以排除相當程度的
垃圾郵件騷擾，而微軟的Exchange 2003 ＋ Outlook 2003 也有
類似的功能。

3. 慎用自動回覆功能：許多電子郵件服務提供商提供了很方便
的「自動回覆」的功能，但鑒於垃圾郵件問題的日益嚴重，在使
用上應該更加謹慎小心。因為許多垃圾郵件程序都利用了這一功
能，在隨機測試寄送過程中，會有目的地搜索收集自動回覆郵件
的有效email地址，然後建立email名單，以便進一步騷擾使用
者。



如何預防垃圾郵件的打擾呢？--
續
4. 不隨意回應垃圾郵件：不回應任何來歷不明的垃圾郵件，即
使是修改或取消訂閱，絕對不可回覆，對此類郵件也不要簽收回
條，否則等於在提示垃圾郵件發送者，您的信箱地址有效。

5. 對於在網路上的個人資料更謹慎：不隨便在公開的網路上留
下自己的email地址，在填寫一些網站註冊的資料時要特別注
意，要勾選不要洩漏email地址給別家廠商的選項，並且避免訂
閱一些不熟悉的網站電子報。

6. 使用多重email帳號：在不熟悉的網站註冊時，最好使用無關
緊要的email帳號。

7. 申請email帳號時，勿設定常見、簡短或有意義的英文單字組
合：現在有許多有心人士會為了收集email名單，會選擇某些特
定網域名稱，再以隨機的亂數法則組合產生數以百萬計可能的
email帳號。例如：使用常見英文名字、簡短或有意義的單字，
再將不同的網域名稱加上去。之後利用發信程式大量寄發垃圾郵
件。因此，建議個人的email帳號避免設定過於容易被猜測到的
組合。以這種方式寄發的垃圾郵件裡可能會藏有收集名單的陷
阱，例如告訴收件者去取消訂閱、回覆信件、開啟附檔或點選連
結等，其實是藉此確認並收集有效的email。



Mail2000 設定個人使用環境



Mail2000 設定外部圖檔封鎖-1 



Mail2000 設定外部圖檔封鎖-2 



Mail2000 如何檢舉廣告信



Mail2000 如何設定排外名單



Mail2000 如何設定合法寄件人名
單



Mail2000 如何設定合法收件人名單-
1



Mail2000 如何設定合法收件人名單-
2



Mail2000 如何設定廣告信過濾等

級



Mail2000 刪除郵件



Mail2000 取消設定郵件自動回
覆



改變使用電子郵件的習慣

　查明信件的來源

信件可由mail header查出所經的伺服器及收發信件者

釐清寄件者身分(避免開啟偽冒之信件)

若收到可疑信件,以電話向寄件者確認(避免誤觸惡意郵件)

郵件驗證機制(收發信採驗證方式或Domain KEY)

附件加密(避免誤寄或誤開啟惡意附件)



Mail header



所經的伺服器資料



了解
資訊安全概念—學習保護自

己



了解
資訊安全概念—學習保護自

己
保護自己不受網路詐騙之害

保護個人及電腦

防阻垃圾郵件

保護電腦免受病毒/蠕蟲或間諜程式的

侵擾

讓電腦保持最新狀態

*以上相關資料參考節錄自臺灣微軟官方網站



保護自己不受網路詐騙之害

新型態的垃圾郵件，它們不僅是多餘且惱人的信件，

這種新式垃圾郵件還可能會導致您的資料遭到竊取。

點選假冒的網站連結將導致線上資料被竊取

什麼是網路詐騙？

網路詐騙是一種詐騙手法，目的在竊取您的身分資訊。在網路詐騙的詭

計中，詐騙者會試圖以欺詐手段獲得您的信任，以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像是信用卡號碼、密碼、帳戶資料或其他資訊)。詐騙詭計可能由詐騙

者親自進行、透過電話，或透過垃圾郵件或快顯視窗於線上進行。

釣魚的方式之一，就是使用誘餌。 在網站上詐騙的線上竊賊也會使用誘餌。

網路詐騙的手法，是假冒真實且有信譽的公司發送電子郵件或即

時訊息，但其實是出自竊賊之手。 使用這種伎倆的線上竊賊會企

圖引誘閱覽者點選訊息中的連結。



詐騙廣告或網頁-1



詐騙廣告或網頁-2



以下是一個範例，說明詐騙電子郵件可能的外觀。

詐騙電子郵件範例，其中還有可以連至詐騙網站的假 URL 位址。



別以為SSL加密信件是安全的
(也是竊取機密資料手法之一)



不被欺騙的方法

如果有可能受害，就應該採取行動防止網路詐騙者傷害公司或單位。

以下有四種方式。

1. 確定電腦在最新狀態
應該準備好基本的電腦及網路安全系統。

2. 減少暴露機會
開始使用篩選科技，防止同仁接觸網路詐騙電子郵件訊息。

3. 教育工作同仁
縱使是對付電子郵件詐騙的專家也很難區分製作精美的詐騙信件

與真實郵件。 因此，為了避免同仁及單位因網路詐騙受害，必

須提高警覺、做好防範措施，並進行教育。

4. 檢查網站是否保護敏感資料
網路詐騙者可假造瀏覽器顯示的網址。 只要對該網站的合法性

有些許懷疑，就應小心謹慎並馬上離開。



保護個人及電腦

機要文件的保密方式
運用密碼、加密技術與常識來保護文件的隱私

保護文件的簡單方法
利用這些簡單的實務操作與隨手可得的科技工具，便可妥
善保護文件：
1. 使用密碼保護。

可藉由要求開啟該文件的人輸入您所建立的密碼，以便限制能查閱
文件的人。

2. 安裝防火牆。
安裝防火牆能減少駭客攻擊或掃描漏洞的機會，保護重要文件無疑
是其中一個。更可以阻止網際網路入侵者存取電腦檔案及閱讀資
訊。



防阻垃圾郵件

建立完善的垃圾郵件防制機制需要相關措施配
合，茲列舉如下：

自動確認電子郵件來自您經常往來的人士或公司

容許未知的寄件人證明他們並非垃圾郵件寄件人

不斷提升電子郵件過濾稽核機制

預防垃圾郵件進入網路

不要輕易公開您的電子郵件信箱



更新防毒/資安軟體降低中毒風險

步驟 1：檢查電腦是否有防毒/資安防護軟體

步驟 2：選擇適合您的防毒/資安防護軟體將

步驟 3：防毒/資安防護軟體保持在最新狀態

自動更新。

下載最新的更新是絕對必要的。許多公司的產品都提供此自動選項。

選擇聲譽良好的防毒/資安防護軟體。

您在網路上用心的搜尋或選購，必然會找到適當的防毒/資安防護軟體。



Windows Update更新



附件A--網路及病毒相關名詞解釋

Adware廣告軟體
廣告軟體是一個廣告的電腦程式，把廣告作為目的，會不斷彈出視窗及
造成系統效能低落。並非所有的軟體內包含的廣告都是有害的，有時候
內含廣告也只是單純營利的手段。不過有時候這些廣告的植入可能是使
用者不願意的，並且會在執行過程來竊取使用者的資料。所以這也算是
廣義下的一種間諜軟體。

Anti-Spyware反間諜軟體
反間諜軟體是用來清除間諜軟體、廣告軟體、後門程式、鍵盤側錄程式
及木馬程式等惡意程式的軟體，通常使用反間諜軟體皆需進行多次掃描
及重啟電腦才可徹底清除惡意程式。

Rootkit
是一種木馬或類似的技術，用以隱藏惡意程式的所在（執行程序、檔
案、系統登錄碼、網路埠）之用，藉此躲過使用者或管理者的檢視。



Anti-Virus防毒軟體
透過即時監控的方式，掃描電腦裡執行的程式，並與病毒資料庫比對，若發
現病毒時可將病毒的部分清除，或將可疑程式放入隔離區以免擴大感染。基
本上目前的防毒軟體都具備即時清除病毒、木馬及惡意程式的功能，可於第
一時間阻止電腦被感染或破壞。

Access control存取控制
是一種對於資料或資訊系統使用的安全控制措施。電腦系統管理者可利用密
碼或其他身分驗證的方式，對使用者進行授權或拒絕存取與控管。換言之，
存取控制在指派與控制使用者之權限（如使用者的身份、使用系統之時間等
條件）。存取控管可提供資源系統使用安全功能，降低駭客入侵或資料不當
外洩的風險。

Back door後門
指繞過軟體的安全性控制而從比較隱秘的通道獲取對程序或系統訪問權的駭
客方法，包括了 不懷善意的後門程式或遠端管理程式。在軟體開發時，設
置後門可以方便修改和測試程序中的缺陷。但如果後門被其他人知道（可以
是洩密或者被探測到有後門存在），或是在發佈軟體之前沒有移除後門，那
麼它就對電腦系統安全造成了威脅。



BotNet傀儡網路攻擊

俗稱殭屍病毒，又稱機器人網路（ Robot Network ）或傀儡程式。受到
BotNet 感染的主機，會猶如殭屍般任由駭客控制，使用者上網連線速度會突
然感覺變慢。駭客會以遠端控制受感染的主機，進行網路攻擊，包括竊取私
密資料、網路釣魚、散布垃圾郵件、發動阻斷式服務等網路犯罪行為。

Browser Hijacker瀏覽器綁架軟體
屬於流氓軟體的一種，會主動攻擊使用者瀏覽器，入侵後會改變電腦原先設
定好的功能，讓使用者無法正常打開原先設定好的瀏覽器首頁業面，反而開
啟了入侵者竄改後的不明網頁，強制要求使用者使用其設定的頁面。此類軟
體多半是未經使用者許可的情形下植入。

Bulk Mail大量郵件

指未經收件人許可，大量寄發的郵件，多以廣告信函與垃圾郵件為主。如同
住家信箱總是被大量的廣告宣傳單塞滿，電腦使用者的電子信箱也經常被大
量垃圾郵件而嚴重影響使用效能；造成電腦使用者使用電子信箱與網際網路
的困擾，同時也會降低網際網路使用的頻寬與效能。

更多資料可查詢<教育部 http://cissnet.edu.tw

http://cissnet.edu.tw/knowledge_02.aspx


附件B—校內Web Mail相關設定

自動預覽的功能取消不允許使用 –「目
前」設定以強制不允許使用



自動預覽「原始」設定



封鎖外部圖檔設定

1
2



強制純文字轉換

1

2


